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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ss fast evaluation for grassland drought disaster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grassland natural disaster research. 
The basic situation and damage of grassland drought 
disaster in china were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On that 
basis, the goal about loss fast evaluation for grassland 
drought disaster was proposed based on RS, GIS and 
GPS. This paper drew a program graph about loss fast 
evaluation, analyzed the grassland drought information 
spatial database and built the index system of loss fast 
evaluation for grassland drought disaster. Ultimately, 
this paper is aimed at providing scientific reference for 
decision-making and fast evaluation for loss of 
grassland drought disaster. At the same time, it’s a 
realistic significa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econom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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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草原旱灾损失快速评估是草原自然灾害研究的重要

内容之一。本文简要介绍我国牧区干旱基本情况及其

危害，在此基础上，基于 3S技术提出草原旱灾损失
快速评估系统设计的目标。本文绘制出草原旱灾损失

快速评估系统运行程序图，并着重分析草原牧区旱情

综合信息空间数据库内容，构建了牧区旱灾损失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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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标体系。旨在为正确制定牧区抗旱减灾决策和

快速评估草原旱灾损失提供科学依据，对牧区畜牧业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草原；旱灾；3S技术；损失快速评估； 

1. 引言 

干旱是世界上危害最为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居自然

灾害之首，其出现次数多、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

造成损失严重，尤其是农牧业经济损失[1-3]。据测算，
全球每年因干旱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 60亿～80亿美
元，远远超过了其他自然灾害[4]。还有学者对中国
贫困县分布及干旱分布进行了研究，结论是中国贫困

县的分布和干旱的分布基本一致，这表明干旱是造成

中国农村贫困的重要原因[5-6]。 
牧区是我国牧业和半牧业旗县的统称，主要以从

事牧业生产为主[7]。牧业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不可
缺少的重要部分，但我国牧区，尤其是北部和西部的

广大牧区地处干旱半干旱区域，水资源缺乏，生态环

境脆弱，降水、径流年内、年际变率大，时空分布不

均，使得干旱发生频次多，覆盖范围广，持续时间长。

对草原牧区来说，干旱的频繁发生和长期持续，影响

地表和地下水资源的供应，阻碍牧区牧草正常返青和

生长发育，导致草地地上生物量减少[8-9]，影响饲料
供应和人畜饮水，进而影响区域畜牧业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制约着牧区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随着全球气

候变暖，中国北方牧区干旱化趋势明显[10-11]，对畜
牧业和草原生态环境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也越来越大。 

旱灾不仅对畜牧业造成重大损失，还危及工业、

生态和牧民生活等方方面面。因此亟待对灾害发生前、

发生时及发生后进行及时、有效、快速的损失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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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灾害发生前，尤其是在可能出现特大干旱灾害时，

系统可以预测或粗略预估出灾害可能的范围和强度，

使管理决策人员做到心中有数，做好防灾减灾准备工

作，防患于未然。当灾情刚刚发生时，系统应能快速

提供灾害的程度和范围、受灾对象和损失严重程度，

以利于及时采取减灾、救灾措施和灾后恢复的安排。

灾后评估是根据各有关部门通过各种方式提供的灾

情实况的报灾资料以及利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

球定位系统等等高新技术和设备来获取的信息资料，

分析报灾资料的可靠性，对灾前和灾中提出和实施的

各种防灾减灾方案进行分析和评估，以便提高防旱人

员今后进行减灾决策的能力[12]。当时如何快速实时

评价干旱灾害对草原牧区造成的系列损失，国内外尚

无系统的研究。 

当前研究中，有关旱灾影响的研究分为两类，一

是利用统计方法对旱灾直接影响的计量、描述和相关

分析；二是根据产业链关系，对旱灾相关损失的模拟

估算。二者均涉及农作物受旱面积、成灾面积；作物

减产数量、地区食物短缺数量和饥荒人口数量；畜牧

业遭受损失情况；干旱期地表水资源减少和地下水水

位下降状况，机井报废数量；人畜饮水困难程度；土

壤、池塘干涸程度；蝗虫灾害发生状况；土地沙漠化

扩展面积与速率等方面[13-14]。总体而言，前损失评

估大多集中于农业作物方面，侧重降水与作物需水关

系、降水与农作物产量关系；且大多数灾害损失评估

多是在灾害发生后进行研究，实时性体现不强。而科

学、快速、准确的评估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是制

定减灾规划与决策的重要依据，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在综合考虑牧区干旱灾害频繁发生，其旱

灾损失较难准确定量评估的基础上，对如何利用 3S

技术及相关技术对草原牧区进行旱灾损失快速评估

进行探讨，以期能对牧区草原旱灾损失研究有所裨益，

同时为草原牧区防旱减灾预案与牧区防旱减灾决策

系统建立提供科学可行的参考方法，为草原牧区主动

防范干旱风险，合理布局规划水资源提供相应的技术

手段。 

2. 牧区干旱灾害概况 

我国草原牧区主要分布在祖国大陆的北部和西部，包

括牧业和半牧业地区。可大致分为内蒙古高原区、东

北山丘平原区、黄土高原区、西北内陆区、青藏高原

区和云贵高原区等六大区域[7]。牧区大部分处于内

陆地区，降水较少，呈显著的大陆性气候。地理环境

较差，气候条件较为恶劣，社会经济发展也较为缓慢，

畜牧业的发展受自然灾害及草地生产力的制约。由于

牧区发生较为缓慢，且长期以来人们不合理利用草地

资源，超载过牧，更加之全球变化的影响，使得草原

退化、沙化、盐碱化严重，生态环境急剧恶化。 

草原牧区干旱灾害的发生发展，可归纳为以下几

个特点：（1）普遍性。干旱灾害普遍发生在我国各大

牧区境内，据文献资料统计，近 40年，仅甘肃、宁

夏、青海、内蒙古等牧区发生各类干旱的就有 13年

[15]；（2）连续性。牧区干旱灾害的主要特点就是旱

灾的发生容易产生连年干旱和连季干旱，且此情况较

为普遍；（3）周期性。干旱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周期性，

如内蒙古干旱的发生就存在着“十年七春旱，五年一

特大春旱”的规律；（4）滞后性。干旱对畜牧业产生

的危害，是经过一定的时间累积延后表现出来的，总

是落后于干旱开始的时间[7]；（5）波及范围广。旱

灾的发生并不只是小范围内部的损失，区别于地震等

自然灾害，干旱在草原牧区的发生，常常会造成大范

围的损失。 

由于长期干旱等自然和认为因素的综合作用，旱

灾对牧区经济、人畜饮水、草原环境及社会安定等各

方面，均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因此有关草原牧区旱灾

损失快速评估研究的开展，极为必要。 

3. 系统总体设计 

草原牧区旱灾损失快速评估系统建立的核心，在于快

速的评定草原旱灾发生发展对草原牧区造成的损失，

为牧区抗旱减灾、物资调配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核

心在于一个“快”字，本系统建立以地理信息系统、

遥感和全球定位系统（3S 技术）为主要技术平台，

在实时高时空分辨率遥感数据的支持下，通过遥感数

据的定量研究[16-17]，提取与旱灾形成发展相关的空

间因子与属性因子，提取出牧区草地资源受灾范围，

通过与牧区旱灾损失指标体系的分析，实现精细化干

旱动态监测，进而达到对干旱损失快速评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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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系统总体设计 

 

3.1. 系统设计目标 

草原牧区旱灾损失快速评估系统主要实现的目标有： 
（1）实现牧区旱灾发生前、灾中及灾后各类信

息快速的采集、存储、处理、检索、归纳、管理、分

析和发布； 
（2）向国家抗旱减灾部门提供准确的受灾信息，

为政府提供合理可行的控灾方案，为防旱物资调配提

供科学依据； 
（3）集成牧区其他灾害信息系统，实现草原牧

区防灾减灾信息化、网络化。 

3.2. 系统设计牧区旱灾损失快速评估路线 

根据草原牧区旱灾损失快速评估系统建设目标和应

用功能，建立系统技术路线如图 2所示。建设旱灾损
失快速评估系统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区域旱情空间数

据库，该数据库是整个系统的基础，可以为灾前的风

险识别和分析提供基础数据，灾害发生后也可以实现

及时更新和补充最新的数据。 

3.2.1. 草原牧区旱情综合信息空间数据库 

旱情综合信息空间数据库主要包括各类草原牧区的

基础数据，主要包括有：各级行政区划图、全要素地

形图数据、DEM、土壤类型、植被类型、土地利用、
水文数据、居民点数据、道路交通数据、经济社会数

据、草地资源数据、气象数据、草地资源权属数据、

人口数据、历史草原灾害损失数据、遥感影像数据等

等。此外，为了达到实时快速评估干旱发生发展情况，

还须包括：实时的遥感影像数据（地表温度、植被冠

层温度、NPP数据等等）、气象台站提供的实时气象
基础资料、草原牧区土壤墒情实时监测数据、牧草生

长发育期观测数据。通过该基础数据数据库与“3S”

技术结合，可实现受灾牧区范围的及时预警，并快速

识别并提取出牧区受灾范围，图 3 是 GIS 技术应用
的示例。 
 

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技术平台

旱情综合信息空间数据库

牧区旱灾分析

牧区旱灾造成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分析

牧区旱灾造成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分析指标体系研究

定量和定性

指标定量方法与公式

综合计算

旱灾经济损失估值结果快速分析与发布

抗旱减灾措施

建立干旱损失评估模型

 

图 2 牧区旱灾损失快速评估运行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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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牧区旱灾损失快速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旱灾损失对牧区造成的损失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方

面的影响，又有生态方面的影响，还有社会方面的影

响，可分为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两种。由于干旱对牧

区产生的影响具有滞后性，所以相关间接损失较难估

量。本研究综合考虑干旱灾害对牧区造成的牧草损失、

畜产品损失、水资源损失及生态环境损失，根据数据

的可获取程度，构建干旱损失快速评估指标体系，如

图 3所示。根据本文提出的牧区旱灾损失快速评估指
标体系，可以在灾前初步评价出灾害受损范围，同时

预估出损失程度，进而采取相应的抗旱减灾政策；在

旱灾发生过程中，也可根据灾害发生情况，进行灾害

损失的快速评估；在灾害发生后，既可以评估本次旱

灾造成的实时损失，又可以加入草原牧区旱情综合信

息数据库中，为今后灾害损失评定提供详实的数据支

撑。需要指出的是，该损失指标体系中，定量计算的

指标均可根据先关现有方法，转换成实际市场价值，

进行经济估值，而损失定性分析中需要根据灾害发生

的实际情况进行评定。 

干旱灾害分布图 草地资源分布图

GIS叠加分析与
栅格计算

草原牧区受灾范围图

 
图 3 GIS技术提取草原牧区受灾范围 

 

牧区旱灾损失评估指标体系

损失定量计算 损失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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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草原牧区旱灾损失快速评估指标体系 
 

4. 结语 

本文虽然提出了草原牧区旱灾损失快速评估系统的

建立，但也有一些问题需要逐步完善，如各牧区基础

信息共享机制上，仍需进一步加强；如何将灾害损失

评估结果逐步精准化，也是下一步要努力的方向。牧

区旱灾损失涉及方面较广，本文选取的旱灾损失指标

体系还需不断完善。 
旱灾作为社会问题正旱灾作为社会问题正日益

引起人们的关注，同时它也是一个经济问题，正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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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旱灾造成了数额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使社会生活受

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从而体现出其社会性[12,18]。快
速评估干旱灾害对牧区造成的损失，对于了解旱灾危

害，进行牧区水资源分配[19]以及制定减灾方案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符合国家防灾减灾的根据需求。草

原牧区旱灾损失快速评估系统的建立，将为牧区管理

部门及牧民提供科学的服务，也将提高草原牧区自身

防灾减灾的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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